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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資料分析 

本研究主要在瞭解電視觀眾在不同的訊息播放安排下，對整體記憶、廣告態

度、品牌態度的影響，期望瞭解訊息安排之廣告重複次數、變異性與時間間隔此

三者對廣告效果的交互影響。在本章中，第一節說明自變數的操弄是否成功，第

二節檢驗應變數之量表信度，第三節說明共變量檢定之結果，第四節進行假說檢

驗。 

 

第一節 自變數量表信度檢驗及操弄檢定 

本研究之自變數分別為重複次數、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三者，在進行自變數操

弄檢定前，我們先利用 Cronbach’s α係數來衡量自變數衡量量表測量項目間的內

在一致性（internal consistency），以確定衡量工具的正確性及準確性。 

測量自變數的三個量表分別為測量廣告重複次數、變異性及時間間隔的量

表。重複次數以兩個問項進行測量，其量表信度 α值為.75、變異性以兩個問項

進行測量，其量表信度 α值為.68，而時間間隔亦以兩個問項進行測量，其量表

信度 α值為.67，三者皆達高信度水準。 

表 5-1  自變數量表信度檢驗 

統計值 

測量指標 

Cronbach’s α 

重複次數 .75 

變異性 .68 

時間間隔 .67 

 

接著，為確認實驗廣告訊息安排所操弄的重複次數高低及有無、訊息變異性

有無、時間間隔長短差異，都確實獲得受試者知覺，本研究進行自變數操弄的檢

定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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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問卷設計方面，重複次數以二個問項詢問受試者對重複次數的知覺，得分

為各問項分數之加總，每個問項介於 1到 4分，得分愈高代表知覺重複次數愈高、

愈頻繁；變異性則以兩個問項詢問受試者對變異性的知覺有無，得分亦為各問項

分數之加總，每個問項介於 1到 5分，得分愈高代表愈能知覺變異性的存在；又

時間間隔亦以兩個問項詢問受試者對時間間隔長短的知覺，得分亦為各問項分數

之加總，每個問項得分介於 1到 5分，得分愈高代表所知覺到的時間間隔愈長。 

重複次數方面，由於本實驗設計分為一次、兩次和四次三種水準，其敘述分

析如表 5-2。為了解操弄是否成功，利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三組之間的平均

數變異比較，結果顯示平均數之間存有顯著差異（F(2, 264)=97.06, p<.01）（如表 5-2

所示）。再以 Scheffe事後比較對三組的平均數進行兩兩組別之比較，發現在顯著

水準為.05時，兩兩組別之間重複次數知覺的平均數皆存有顯著差異（如表 5-3

所示）。又四次重複的平均數 5.56＞兩次重複的平均數 4.09＞無重複的平均數

2.40，因此重複次數知覺操弄與本實驗設計吻合（如表 5-3所示）。 

變異性方面，由於本實驗設計分為有和無兩種水準，其敘述分析如表 5-2。

為了解操弄是否成功，利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兩組之間的平均數變異比較，

結果顯示平均數之間存有顯著差異（F(1, 272)=91.59, p<.01）（如表 5-2所示）。又有

變異的平均數 6.68＞無變異的平均數 4.66，因此變異性操弄與本實驗設計吻合

（如表 5-2所示）。 

間隔長短知覺方面，由於本實驗設計分為短間隔、長間隔兩種水準，其敘述

分析如表 5-2。為了解操弄是否成功，利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兩組之間的平

均數變異比較，結果顯示平均數之間存有顯著差異（F(1, 242)=16.24, p<.01）（如表

5-2所示）。又長間隔的平均數 5.73＞短間隔的平均數 4.80，因此時間間隔知覺操

弄與本實驗的實驗設計吻合（如表 5-2所示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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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-2  自變數操弄敘述分析及操弄檢定結果 
自變數 平均數（n） 標準差 F值 p值 

變異性 
無變異 4.66（150） 1.76 
有變異 6.68（123） 1.71 

F(1, 272) 

=91.59** 
.00 

時間間隔 
短間隔 4.80（123） 1.95 
長間隔 5.73（120） 1.58 

F(1, 242) 

=16.24** 
.00 

重複次數     
無重複 2.40（30） .97 
兩次重複 4.09（118） 1.29 
四次重複 5.56（117） 1.17 

F(2, 264) 

=97.06** 
.00 

 
Scheffe比較 平均數差異 p值 

四次重複-兩次重複 1.46** .00 
四次重複-無重複 3.16** .00 
兩次重複-無重複 1.69** .00 

*表示 p<.05，**表示 p<.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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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應變數量表信度檢驗 

本研究之應變數共有兩個量表，分別衡量廣告態度及品牌態度，同樣為確保

衡量工具的正確性與準確性，我們利用 Cronbach’s α係數來衡量此兩個量表測量

項目間的內在一致性（internal consistency）。此外，為確保回想部分之編碼評分

具有可信度，針對回想部分之編碼結果進行編碼員信度檢驗。 

應變數的測量量表有兩個，分別為測量廣告態度和品牌態度。其中廣告態度

以四個問項進行測量，其量表信度 α值為.88，品牌態度是以五個問項進行測量，

其量表信度 α值為.83，兩者皆達高信度水準。 

在自由回想的部分，有兩位編碼員負責將開放式問題編碼。根據Wimmer & 

Dominick（1983）之觀點，編碼員編碼結果的相互同意度達.90以上，編碼的資

料便可稱具假說推論的信度水準（轉引自Wimmer & Dominick, 1991）。經統計分

析的結果，兩位編碼員的信度達到.90；表示在自由回想部分所取得的資料，具

有作為假說推論的信度水準。本實驗之應變數量表信度檢驗整理如表 5-3所示： 

表 5-3  應變數量表信度檢驗 

統計值 

測量指標 

Cronbach’s α 

廣告態度 .88 

品牌態度 .83 

自由回想部分 .90 

 

 

 

 

 

 



 - 60 - 
 

第三節 共變量及相關量表檢定 

本研究共有六項可能的共變因素，分別為訊息處理難易度、產品涉入度、節

目涉入度、產品熟悉度、廣告整體熟悉度、先前節目記憶程度，為確保本研究的

主效果及交互效果不受上述因素影響，在本節進行共變量檢定報告。 

 

壹、 共變量量表信度檢驗 

在進行本研究之共變量檢定前，我們先進行共變量量表信度報告，以確認量

表所得之結果具有一定可信度。 

本研究之共變量共六項，其中需要衡量之量表共五項，分別為測量廣告熟悉

度、產品熟悉度、產品涉入度、節目涉入度和訊息處理難易度。廣告熟悉度以三

個問項進行測量，量表信度 α值為.73，產品熟悉度亦以三個問項進行測量，量

表信度 α值為.74，產品涉入度以十個語義問項進行測量，量表信度 α值為.86，

節目涉入度亦以十個語義問項進行測量，量表信度 α值為.87，訊息處理難易度

則以三個問項進行測量，量表信度 α值為.83，皆達高信度水準。本實驗之共變

量量表信度檢驗整理如表 5-4所示： 

表 5-4  共變量量表信度檢驗 

統計值 

測量指標 

Cronbach’s α 

廣告熟悉度 .73 

產品熟悉度 .74 

產品涉入度 .86 

節目涉入度 .87 

訊息處理難易度 .8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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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Pearson r關聯性檢定 

上段我們已確認共變量量表具有一定可信度，接著便可進行共變量檢定，以

衡量本實驗特定情境下，其對實驗結果所造成之非預期影響。首先，由於待檢測

的共變量皆屬連續變數，應變數亦皆屬連續變數，為瞭解共變量與應變數之間的

關係，將共變量分別與應變數進行 Pearson r關聯性檢定，所得結果如表 5-5所示。 

表 5-5  共變量與應變數之間的 Pearson相關分析（n＝273） 
應變數 

共變量 
回想 辨識 整體記憶 平均廣告態度 平均品牌態度 

訊息處理難易

度 
-.22** -.19** -.24** -.51** -.28**

節目涉入度 -.03 .01 -.02 -.07 -.02
產品涉入度 .18** .23** .22** .52** .50**
產品熟悉度 -.07 -.11 -.10 .02 .03
廣告熟悉度 -.08 -.15* -.12* .02 .05
先前節目記憶

程度 
-.05 .02 -.03 .08 .13*

*表示p<.05，**表示p<.01，皆為雙尾檢定。 

 

從表 5-5中可得知，兩者之關聯性呈現顯著的有訊息處理難易度、產品涉入

度、廣告熟悉度及先前節目記憶程度。其中訊息處理難易度對回想（r＝-.22, 

p<.01）、辨識（r ＝-.19, p<.01）、整體記憶（r ＝-.24, p<.01）、平均廣告態度

（r ＝-.51, p<.01）和平均品牌態度（r ＝-.28, p<.01）都有顯著影響；產品涉入度

的平均數則是對回想（r ＝.18, p<.01）、辨識（r＝.23, p<.01）、整體記憶（r ＝

-.221, p<.01）、平均廣告態度（r ＝-.519, p<.01）和平均品牌態度（r ＝-.501, p<.01）

有顯著影響；廣告熟悉度對辨識（r＝-.15, p<.05）和整體記憶（r ＝-.12, p<.05）

有顯著影響，而先前節目記憶程度，則對平均品牌態度（r＝.13, p<.05）有顯著

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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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

由 Pearson r關聯性檢定，我們得知可能的共變量為訊息處理難易度、產品

涉入度、廣告熟悉度和先前節目記憶程度。為進一步確認此四種變數對應變數之

影響，我們將屬於連續變數的共變量轉化為類別變數，將上述變數進行切點分組

動作後，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共變量對應變數之主效果確認。 

 

（一）訊息處理難易度之變異數分析 

由於訊息處理難易度的平均數是 2.29，且由訊息處理難易度樣本分佈圖及訊

息處理難易度次數分配表（參考附錄七），我們可得知樣本的分佈狀態。根據上

述資訊，及保持兩組人數差距不過於懸殊的原則，我們將訊息處理難易度分成兩

組。一組為低訊息處理組，其範圍由 0至 2.33(不包括 2.33)，組內共 170人；另

一組為高訊息處理組，其範圍由 2.33至 4.33(包括 4.33)，組內共 103人。 

在訊息處理難易度分成低跟高兩組後，我們進行訊息處理難易度分別對各應

變數之主效果檢定，發現訊息處理難易度對回想、辨識、整體記憶、廣告態度和

品牌態度的影響都顯著，結果如表 5-6所示。 

 
表 5-6  訊息處理難易度分組下各應變數之敘述分析 

應變數 訊息處理難易度分組 平均數（n） 標準差 F值 
低 2.54（170） 1.31 回想 
高 1.91（103） 1.44 

F(1, 271) 

=13.67** 
低 2.69（170） 0.58 辨識 
高 2.42（103） 0.83 

F(1, 271) 

=10.46** 
低 5.24（170） 1.63 整體 

記憶 高 4.33（103） 2.00 
F(1, 271) 

=16.69** 
低 5.62（170） 0.92 廣告 

態度 高 4.61（103） 1.11 
F(1, 271) 

=66.10** 
低 4.59（170） 0.84 品牌 

態度 高 4.16（103） 0.81 
F(1, 271) 

=17.26** 
*表示 p<.05，**表示 p<.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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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產品涉入度之變異數分析 

由於產品涉入度的平均數是 3.03，且由產品涉入度樣本分佈圖及產品涉入度

次數分配表（參考附錄七），我們可得知樣本的分佈狀態。根據上述資訊，並保

持兩組人數差距不過於懸殊的原則，又將偏離常態代表性不足之樣本捨去，因此

樣本範圍為 1.50至 1.60（包括 1.60）的樣本（共五人），及範圍由 4.30（包括

4.30）至 5.00的樣本（共五人），共十個樣本不包含於分組內。 

我們將產品涉入度分成兩組。一組為低產品涉入組，其範圍由 1.70至 3.00(不

包括 3.00)，組內共 132人；另一組為高產品涉入組，其範圍由 3.00至 4.30(不包

括 4.30)，組內共 131人。 

在產品涉入度分成低跟高兩組後，我們進行產品涉入度分別對各應變數之主

效果檢定，發現除回想（F(1, 261)=3.68, p=0.056）外，產品涉入度對辨識、整體記

憶、廣告態度、品牌態度的影響都顯著，如表 5-7所示。 

表 5-7  產品涉入度分組下各應變數之敘述分析 
應變數 產品涉入度分組 平均數（n） 標準差 F值 

低 2.15（132） 1.44 回想 
高 2.48（131） 1.34 

F(1, 261)=3.68 

低 2.45（132） 0.79 辨識 
高 2.72（131） 0.59 

F(1, 261)=9.48** 

低 4.61（132） 1.99 整體 
記憶 高 5.20（131） 1.63 

F(1, 261)=6.98** 

低 4.85（132） 1.17 廣告 
態度 高 5.67（131） 0.79 

F(1, 261)=44.14** 

低 4.07（132） 0.74 品牌 
態度 高 4.80（131） 0.74 

F(1, 261)=63.79** 

*表示 p<.05，**表示 p<.01。 
 
 
 
 
 
 
 



 - 64 - 
 

（三）廣告熟悉度之變異數分析 

由於廣告熟悉度的平均數是 2.16，且由廣告熟悉度樣本分佈圖及廣告熟悉度

次數分配表（參考附錄七），我們可得知樣本的分佈狀態。根據上述資訊，並保

持兩組人數差距不過於懸殊的原則，又將偏離常態代表性不足之樣本捨去，因此

樣本屬於 5.67至 7.00範圍的共六個樣本不包含於分組內。 

由此，我們將廣告熟悉度分成兩組。一組為低廣告熟悉組，其範圍由 1.00

至 2.33(不包括 2.33)，組內共 165人；另一組為高廣告熟悉組，其範圍由 2.33至

5.67(不包括 5.67)，組內共 102人。在廣告熟悉度分成低跟高兩組後，我們進行

廣告熟悉度分別對各應變數之主效果檢定，發現廣告熟悉度對回想、辨識及整體

記憶的影響都不顯著，如表 5-8所示。 

表 5-8  廣告熟悉度分組下各應變數之敘述分析 

應變數 廣告熟悉度分組 平均數（n） 標準差 F值 

低 2.36（165） 1.37 回想 

高 2.24（102） 1.39 

F(1, 265)=0.55 

低 2.65（165） 0.65 辨識 

高 2.55（102） 0.70 

F(1, 265)=1.39 

低 5.01（165） 1.75 整體 

記憶 高 4.78（102） 1.83 

F(1, 265)=1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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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先前節目記憶程度之變異數分析 

     就先前節目記憶程度來說，其平均數是 0.40，且由先前節目記憶程度樣本

分佈圖及先前節目記憶程度次數分配表（參考附錄七），我們可得知樣本的分佈

狀態，有 254人對先前節目完全不具記憶，佔所有樣本之 93%。由於分組之人數

需保持差距不過於懸殊，此樣本之範圍幾乎皆集中於無記憶程度上，我們無法將

樣本依先前節目記憶程度進行分組，亦無法以變異數分析其主效果影響。 

由上述之 Pearson r 關聯性檢定與變異數分析可得知，對應變數存在顯著主

效果之共變量分別為訊息處理難易度與產品涉入度兩者。因此為衡量研究結果受

共變量之影響，本研究在研究假說檢驗將納入此兩變量進行多因子共變量分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- 66 - 
 

第四節   研究假說檢驗 

本研究目的主要為探討重複次數、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之間，對記憶和態度面

向分別具有之交互效果。在上一節我們經由共變量檢定，發現有兩個共變因素－

訊息處理難易度和產品涉入度－對應變數具有一定之主效果。為衡量此兩共變因

素對本研究特定情境之影響，我們將其當作共變量納入變異數分析。 

總結而知，本研究之分析將納入共變量，除了討論三個自變數－重複次數、

變異性與時間間隔－對應變數－整體記憶、回想、辨識、廣告態度及品牌態度－

的主效果及交互效果影響外，還考慮兩個共變量對應變數之影響，因此以下只呈

現納入共變量之分析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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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   整體記憶 

整體記憶在此是指測量記憶層面回想得分與辨識得分之總和，本段落先討論

自變數對於整體記憶之影響，回想及辨識部分之影響接續於下段落進行報告。對

整體記憶來說，變異性（F(1,272)＝27.43，p<.01）與重複次數（F(1,272)＝35.14，p<.01）

有顯著主效果存在，時間間隔主效果不顯著（F(1,272)＝.61，p>.05）。交互效果而

言，時間間隔與變異性具有顯著交互效果（F(1,272)＝4.52，p<.05），其他兩因子

及三因子之交互效果皆不顯著。 

由於重複次數與變異性之間不具有交互效果，因此H1a未獲支持；重複次數

與時間間隔對整體記憶並不具顯著交互效果，假說H3也未獲支持。又重複次數、

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三者，對整體記憶亦不具顯著交互效果，假說H4並未獲得支持。 

表5-9  整體記憶效果之變異數分析 

納入共變量之變異數分析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

共變量   

訊息處理難易度 9.11 F（1,272）＝4.09* .04 

產品涉入度 11.43 F（1,272）＝5.12* .02 

   

主效果   

時間間隔 1.35 F（1,272）＝.61 .44 

變異性 61.15 F（1,272）＝27.43** .00 

重複次數 78.36 F（1,272）＝35.14** .00 

   

兩因子交互效果   

時間間隔 × 變異性 10.07 F（1,272）＝4.52* .04 

時間間隔 × 重複次數 2.56 F（1,272）＝1.15 .29 

變異性 × 重複次數 .15 F（1,272）＝.067 .80 

   

三因子交互效果   

時間間隔 × 變異性 × 重複次數 4.68 F（1,272）＝2.10 .15 

誤差 2.23   

*表示p<.05，**表示p<.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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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時間間隔與變異性對整體記憶之交互效果 

由三因子變異數分析，我們得知時間間隔與變異性對整體記憶之交互效果顯

著。為進一步了解變異性對整體記憶之效果，是否會因時間間隔長短不同而有差

異，本研究進行變異性單純主效果的檢定，以得到更明確的變數關係。 

我們以 ANCOVA進行分析，由表 5-10可看出，整體記憶在時間間隔長時，

單純主效果顯著（M 變＝5.93，M 不變＝4.47，F（1,119）＝22.27，p<.01），在時間間

隔短時，單純主效果亦顯著（M 變＝5.37，M 不變＝4.72，F（1,122）＝4.72，p<.05）。

又從圖 5-1得知雖然不同時間間隔下有變異都較無變異有較佳整體記憶，時間間

隔長短卻會影響整體記憶上升幅度。其中時間間隔長較時間間隔短時，具變異的

廣告，較不具變異的廣告，有更顯著之整體記憶提升，整體記憶之上升幅度較大。

由上述檢定結果可知假說 H2獲得部分支持。 

表 5-10  不同時間間隔下變異性對整體記憶之單純主效果分析 

變異來源 平均平方和 F值 p值 
長時間間隔 59.05 F（1,119）＝22.27** .00 
短時間間隔 12.00 F（1,122）＝4.72* .03 
*表示p<.05，**表示p<.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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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-1  時間間隔與變異性對整體記憶之交互效果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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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   整體記憶之回想部分 

變異性（F(1,272)＝44.31，p<.01）與重複次數（F(1,272)＝32.25，p<.01）對回想

有顯著主效果，時間間隔對回想之主效果不顯著。交互效果而言，時間間隔與變

異性對回想具有顯著交互效果（F(1,272)＝5.12，p<.05），時間間隔與重複次數對

回想之交互效果趨近顯著（F(1,272)＝3.74，p=.077），其他兩因子及三因子之交互

效果則皆不顯著。 

由以上得知：對回想而言，變異性與重複次數皆存有顯著主效果，時間間隔

與變異性皆則具顯著交互效果，時間間隔與重複次數之交互效果亦趨近顯著。 

表 5-11  回想效果之變異數分析 

納入共變量之變異數分析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

共變量   

訊息處理難易度 4.43 F（1,272）＝3.52 .06 

產品涉入度 2.23 F（1,272）＝1.78 .18 

   

主效果   

時間間隔 1.46 F（1,272）＝1.16 .28 

變異性 55.69 F（1,272）＝44.31** .00 

重複次數 40.53 F（1,272）＝32.25** .00 

   

兩因子交互效果   

時間間隔 × 變異性 6.44 F（1,272）＝5.12* .02 

時間間隔 × 重複次數 3.95 F（1,272）＝3.15 .077 

變異性 × 重複次數 0.01 F（1,272）＝.01 .94 

   

三因子交互效果   

時間間隔 × 變異性 × 重複次數 2.40 F（1,272）＝1.91 .17 

誤差 1.26   

*表示p<.05，**表示p<.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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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時間間隔與變異性對回想之交互效果 

由三因子變異數分析，我們得知時間間隔與變異性對回想之交互效果顯著。

為進一步了解變異性對回想之效果，是否會因時間間隔長短不同而有差異，本研

究進行變異性單純主效果的檢定，以得到更明確的變數關係。 

我們以 ANCOVA進行分析，由表 5-12可看出，回想在時間間隔長時，單純

主效果顯著（M 變＝3.22，M 不變＝1.90，F（1,119）＝30.57，p<.01），在時間間隔短

時，單純主效果亦顯著（M 變＝2.73，M 不變＝2.07，F（1,122）＝9.34，p<.01）。又從

圖 5-2得知雖然不同時間間隔下有變異都較無變異有較佳回想，時間間隔長短卻

會影響回想上升幅度。其中時間間隔長較時間間隔短時，具變異的廣告，較不具

變異的廣告，有更顯著之回想提升，回想之上升幅度較大。 

表 5-12  不同時間間隔下變異性對回想之單純主效果分析 

變異來源 平均平方和 F值 p值 
長時間間隔 47.48 F（1,119）＝30.57** .00 
短時間間隔 12.85 F（1,122）＝9.34** .00 
*表示p<.05，**表示p<.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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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-2  時間間隔與變異性對回想之交互效果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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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時間間隔與重複次數對回想之交互效果 

由三因子變異數分析，我們得知時間間隔與重複次數對回想之交互效果趨近

顯著。為進一步了解時間間隔對回想之效果，是否會因重複次數不同而有差異，

本研究進行時間間隔單純主效果的檢定，以得到更明確的變數關係。 

我們以 ANCOVA進行分析，由表 5-13可看出，回想在重複四次時，單純主

效果顯著（M 長間隔＝3.13，M 短間隔＝2.70，F（1,122）＝4.73，p<.05），在重複兩次時，

單純主效果不顯著（M 長間隔＝1.98，M 短間隔＝2.10，F（1,119）＝1.07，p>.05）。又從

圖 5-3可觀察到在重複次數四次時，長間隔較短間隔的重複，有較佳回想。由以

上我們可知在重複兩次時，時間間隔長短對回想無顯著影響；重複四次時，長間

隔較短間隔，有較佳回想。 

表 5-13  不同重複次數下時間間隔對回想之單純主效果分析 

變異來源 平均平方和 F值 p值 
重複四次 6.09 F（1,122）＝4.73* .03 
重複兩次 0.26 F（1,119）＝1.07 .70 
*表示p<.05，**表示p<.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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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-3  重複次數與時間間隔對回想之交互效果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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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   整體記憶之辨識部分 

對辨識來說，重複次數有顯著之主效果存在（F(1,272)＝14.48，p<.01），變異

性與時間間隔之主效果不顯著。交互效果而言，不論兩因子及三因子之交互效果

皆不顯著。由以上我們可得知：對辨識而言，重複次數存有顯著之主效果，而其

他兩因子及三因子之交互效果則皆呈不顯著。 

表5-14   辨識效果之變異數分析 

納入共變量之變異數分析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

共變量   

訊息處理難易度 .84 F（1,272）＝1.96 .16 

產品涉入度 3.56 F（1,272）＝8.34** .00 

   

主效果   

時間間隔 0.0021 F（1,272）＝.01 .95 

變異性 .13 F（1,272）＝.30 .59 

重複次數 6.18 F（1,272）＝14.48** .00 

   

兩因子交互效果   

時間間隔 × 變異性 .40 F（1,272）＝.95 .33 

時間間隔 × 重複次數 .15 F（1,272）＝.35 .55 

變異性 × 重複次數 0.09 F（1,272）＝.22 .64 

   

三因子交互效果   

時間間隔 × 變異性 × 重複次數 .38 F（1,272）＝.88 .35 

誤差 .43   

*表示p<.05，**表示p<.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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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   廣告態度 

就廣告態度而言，不論是重複次數、變異性與時間間隔對廣告態度之主效果

皆不顯著。就交互效果而言，不論兩因子及三因子之交互效果，亦皆不顯著。由

以上我們可得知：對廣告態度而言，皆不存在顯著主效果，亦不存在任何顯著交

互效果，因此假說H1b不獲得支持。 

表 5-15   廣告態度之變異數分析 

納入共變量之變異數分析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

共變量   

訊息處理難易度 47.58 F（1,272）＝64.77** .00 

產品涉入度 52.53 F（1,272）＝71.51** .00 

   

主效果   

時間間隔 1.12 F（1,272）＝1.52 .22 

變異性 1.07 F（1,272）＝1.45 .23 

重複次數 .139 F（1,272）＝.19 .66 

   

兩因子交互效果   

時間間隔 × 變異性 .12 F（1,272）＝.16 .69 

時間間隔 × 重複次數 0.09 F（1,272）＝.12 .73 

變異性 × 重複次數 .83 F（1,272）＝1.13 .29 

   

三因子交互效果   

時間間隔 × 變異性 × 重複次數 .25 F（1,272）＝.34 .56 

誤差 .74   

*表示p<.05，**表示p<.01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- 74 - 
 

伍、    品牌態度 

不論是重複次數、變異性與時間間隔對品牌態度之主效果皆不顯著。就交互

效果而言，時間間隔與變異性對品牌態度之交互效果趨近顯著（F(1,272)＝6.28，

p=.083），其他兩因子及三因子之交互效果，則皆不顯著。 

由以上我們可得知：對品牌態度而言，皆不存在顯著主效果，時間間隔與變

異性皆具有顯著交互效果。其中變異性與重複次數對品牌態度並沒有交互效果存

在，假說H1c並未獲得支持。 

表 5-16   品牌態度之變異數分析 

納入共變量之變異數分析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值 

共變量   

訊息處理難易度 3.11 F（1,272）＝5.96* .02 

產品涉入度 36.81 F（1,272）＝70.51** .00 

   

主效果   

時間間隔 0.01 F（1,272）＝.02 .90 

變異性 .43 F（1,272）＝.83 .36 

重複次數 .54 F（1,272）＝1.04 .31 

   

兩因子交互效果   

時間間隔 × 變異性 3.28 F（1,272）＝6.28 .083 

時間間隔 × 重複次數 1.372 F（1,272）＝2.63 .11 

變異性 × 重複次數 .604 F（1,272）＝1.16 .28 

   

三因子交互效果   

時間間隔 × 變異性 × 重複次數 0.063 F（1,272）＝.12 .73 

誤差 .52   

*表示p<.05，**表示p<.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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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時間間隔與變異性對品牌態度之交互效果 

由三因子變異數分析，我們得知時間間隔與變異性對品牌態度之交互效果趨

近顯著。為進一步了解重複次數對品牌態度之效果，是否會因時間間隔長短不同

而有差異，本研究進行變異性單純主效果的檢定，以得到更明確的變數關係。 

我們以 ANCOVA進行分析，由表 5-17可看出，品牌態度在時間間隔長時，

單純主效果不顯著（M 變＝4.43，M 不變＝4.52，F（1,119）＝1.26，p>.05），在時間間

隔短時，單純主效果則顯著（M 變＝4.61，M 不變＝4.26，F（1,122）＝5.81，p<.05）。

又從圖 5-4可觀察到在時間間隔短時，有變異較無變異的廣告，有較佳品牌態度。

由以上我們可知在時間間隔長時，變異性有無對品牌態度無顯著影響；時間間隔

短時，有變異較無變異，有較佳品牌態度。 

表 5-17  不同時間間隔下變異性對品牌態度之單純主效果分析 

變異來源 平均平方和 F值 p值 
長時間間隔 .70 F（1,119）＝1.26 .26 
短時間間隔 3.12 F（1,122）＝5.81* .047 
*表示p<.05，**表示p<.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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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-4  變異性與時間間隔對品牌態度之交互效果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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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將以上之假說檢驗結果彙整如表5-18，以利下一章之分析及討論。 

表5-18   假說檢定結果彙整 

檢驗效果 編

號 

內容 結果

H1a 當重複次數較低時，具有變異性的廣告較無變異性時，記

憶效果較佳；重複次數較高時，變異性有否對記憶效果無

顯著影響。 

不支

持 

H1b 當重複次數較低時，具有變異性的廣告較無變異性時，廣

告態度較佳；重複次數較高時，變異性有否對廣告態度無

顯著影響。 

不支

持 

重複次數與變

異性之交互作

用 

H1c 當重複次數較低時，具有變異性的廣告較無變異性時，品

牌態度較佳；重複次數較高時，變異性有否對品牌態度無

顯著影響。 

不支

持 

時間間隔與變

異性之交互作

用 

H2 時間間隔較短時，變異性本身對整體記憶無顯著影響；時

間間隔較長時，具有變異的廣告，較不具變異的廣告，整

體記憶較佳。 

部分

支持

重複次數與時

間間隔之作用 

H3 重複次數較低時，時間間隔較短，較時間間隔較長，有較

佳記憶效果；重複次數較高時，時間間隔較長，較時間間

隔較短，有較佳記憶效果。 

不支

持 

三者之交互作

用 

H4 重複次數較低時：時間間隔較短且時間間隔較短時，變異

有否對整體記憶無顯著影響；時間間隔較短時，有變異較

無變異，整體記憶較佳。重複次數較高時，不論變異有否，

時間間隔對記憶無顯著影響。 

不支

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